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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产销千万吨；建成大佛寺矿、文
家坡矿两个多元灾害条件下智能化综放
工作面；引进国内首台矿用智能化微型
全断面硬岩掘进机；深入推进全国首个
瓦斯零排放示范矿区建设；世界首个
660MW超超临界CFB发电项目在矿区
开工……

今年以来，彬长矿业公司主动融入
国家“新基建”“西电东送”“公转铁”

“蓝天保卫战”等重大战略，化危为
机、变中突破，目标不变、任务不减，
实现煤炭产销“双过半”，疫情防控和
稳增长“双胜利”。

新基建 让矿山更“智慧”

“开机！”随着一声令下，地面调度员
魏朝乾轻点鼠标，井下 430米深处，胶带
机、刮板机、采煤机依次启动运转，滚滚
乌金欢快地奔向远方。

远程控制，一键启停。5月 13日，在
咸阳市煤矿智能化建设工作现场会上，
陕西煤监局、省应急厅、咸阳市域各煤矿
矿长纷纷为小庄矿多元灾害条件下特厚
煤层智能化开采点赞。

“强化顶层设计、加大资金投入，加
快智慧矿山建设，3年时间里，将彬长建

成多元灾害条件下智能化开采示范矿
区。”去年初，该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
赵文革提出要求。

今年上半年，继去年3月在该公司小
庄矿建成首个多元灾害条件下智能化综
放工作面后，彬长矿业相继在大佛寺矿、
文家坡矿建成两个智能化综放工作面。

新煤电 西电东送“新廊道”

今年3月9日，在咸阳市2020年重点
项目集中开工动员会上，世界首个
660MW超超临界CFB发电项目——彬
长低热值煤 660MW超超临界CFB科技
示范发电项目在彬长矿区开工。

该项目由国家能源集团和彬长矿业
按照51%∶49%的股权比例和煤电一体化
项目合作模式开发建设，项目全面建成
后，年发电量60亿度。

去年 1月 30日，国家能源局同意将
陕西彬长 660MW超超临界CFB发电项
目正式列为国家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新
型节能技术科技示范项目。

彬长超超临界发电项目作为咸阳十
三五规划“西电东送”煤电新基地，为国
家“西电东送”开辟新廊道。

零排放 绿色发展树旗帜

“近年来，彬长矿业始终坚持先抽后

掘、不抽不掘，先抽后采、不抽不采的瓦
斯治理理念，采面瓦斯抽采率达到80%以
上，矿井瓦斯抽采率达到60%以上。”该公
司通风部主任工程师王锋说。

彬长矿业始终践行“黑色产业、绿色
开采”的发展理念，2013年 11月，彬长矿
区被国家能源局正式批准为全国首个瓦
斯“零排放”建设示范矿区，成为国家绿
色能源发展战略中的旗帜和榜样。

近年来，彬长矿业加快推进瓦斯“零
排放”示范矿区建设，并以此为契机，努
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安全高
效型的循环经济示范工业园区。

公转铁 助力蓝天保卫战

“今年上半年，矿区铁路专用线外运
煤炭 901万吨，完成计划 112%。”该公司
铁运分公司总经理周朝阳说。过去，矿
区煤炭全靠公路运输，运费高、污染
大。2015 年，全长 7.12 公里的胡家河
（孟村）、大佛寺（小庄）两条铁路专用线
相继建成，实现了从煤炭产地到国铁线
路的无缝对接。

今年初以来，该公司加强“产运销
路”四方协作，最大程度释放运输潜能。
今年前8个月，彬长矿业铁路外运煤炭量
占比达88%，彻底改写矿区煤炭外运以公
路为主的历史。 （弯桂清） 企业蓝讯QQ IYELANXUNIYELANXUN

本报讯 劲爆的舞曲，甜美的情歌，火辣的热舞……
近日，建设集团汉中分公司举办了以“美丽青春、欢
乐共享”为主题的单身青年相亲联谊活动。

伴随着欢快的音乐伴奏，一束束鲜花在青年
们之间相互传递，一曲曲舞动青春的激情热舞，
点燃了现场热烈气氛，拉开了活动的序幕；平日
里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的工地小伙子开始活跃起
来，主动展示才艺，和心仪的女孩互加微信，赞
美表白，促进了交流沟通、激发了工作热情；自编
自演的《野狼disco》集体舞，将活动推向高潮。

据悉，针对项目部单身青年职工较多实际，该分
公司积极组织相亲联谊活动，使青年职工尽快告别
单身，幸福生活，快乐工作，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受到
单身青年职工一致好评。 （贺展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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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交是国家政策，我们完全理
解，也一定会支持。”“过去，我们享受
的福利待遇还能继续享受吗？”

近日，在黄陵矿业中心社区物业管
理中心，来自矿区的 30多名退休职工
代表、退休党员代表就国企退休人员社
会化管理工作畅谈感想，表达了内心对
企业的无限感慨和不舍。

据了解，按照国家要求，在 2020
年底，将对尚未实行社会化管理的国企
退休人员移交街道和社区，实行社会化
管理。对此，黄陵矿业公司早谋划、早
准备、早部署，年初将移交工作纳入了
全年重点工作，制定移交工作方案，成
立工作领导小组，明确了相关部门责任
和工作时间进度表。

截至目前，该公司有退休人员 554
名，主要分布在省内 9个地市 38个区

县，省外涉及14个区县。
“退休职工是黄陵矿业宝贵的财富

和功臣，我们关心关爱职工的情感纽带
永远不会中断，大家永远是一家人。”
该公司副总经理张新苗表示，移交不

“断交”，曲终情不散。一个“情”字到
永远，关爱关心不断线。

今年 4月移交工作启动后，该公司
社保中心主动与地方政府对接，做好移
交前期的各种衔接工作，并安排工作人
员对退休职工的信息资料进行了“地毯
式”核查、补全和登记。

“我们先后对 554名退休人员的人
事档案和 178名退休党员的组织档案进
行了分类整理，精确核实了每一名退休
人员的基本信息，完成了信息采集录
入，登记造册和各类数据报表的上报工
作。”黄陵煤电实业公司离退休管理中

心主任刘振海介绍说，“不漏一人，不
错一项”是这次移交工作的“底线”。

为赢得退休职工的理解和支持，该
公司采取“线上线下”同时进行的方
式，耐心解答老同志的各种疑问，组织
工作人员到退休职工集中居住区域开展
移交政策宣讲专题会，现场解答退休人
员的诉求。

“在移交工作启动前期，我们就通
过 QQ 群和微信群向老同志们共享资
源，线上解答大家的问题，并深入到社
区，与退休职工面对面谈心谈话，就是
想全面了解把握退休人员的思想状况和
关心的问题，及时做好解疑释惑，确保
大家对政策有一个准确的了解。”刘振
海说。

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涉及职能移
交、人事档案移交、党员移交和妥善处

理统筹外费用等多项具体业务，政策性
强，时间紧，任务重。为按时完成移交
任务，该公司相关部门先后到黄陵、延
安、西安等地，与政府部门、社区街道
办和陕煤集团进行了调查走访，研究商
讨解决方案，为后续移交工作奠定了扎
实的基础。

“经过多次协商，公司与黄陵县政府
达成一致意见，采取整体移交的方式，将
企业退休人员全部移交当地政府，退休
党员将组织关系转入常驻地。”黄陵矿业
公司社保中心主任杨鑫说道。

目前，该公司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
工作进入收尾阶段，《整体移交协议》
《人事档案移交协议》和《社区管理服
务和社会保障管理交接协议》等协议已
与地方政府正式签订。

（王保林 李金玲）

移交不“断交” 曲终情不散
——黄陵矿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移交工作侧记

彬长矿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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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9日，省国资委组织召
开 2019年财务决算工作总结会。会议
指出，会计信息是省国资委了解企业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分析监测企业风
险、评估风险状况的重要依据，对省国
资委落实国家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
决策部署有直接影响；是省国资委监测
国有企业改革成效和发展质量的重要
信息来源，是调整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的
重要分析判断依据。企业和中介机构
要对省国资委狠抓会计信息质量的工
作举措引起足够重视，掌握省国资委对
企业会计信息监管的新动向、新要求。
省国资委将不断加大企业总会计师和
中介机构的监管，要求总会计师勤勉尽
责，中介机构诚信执业，为企业服务，为
出资人负责，能够坚持原则、敢于坚持
原则，守住底线，不触红线，双向发力，
共同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

会议还就省属企业贯彻落实国家重大政策措施情况进
行了强调，对减免中小微企业房租和清欠民营企业账款“回
头看”问题整改工作做了安排部署。 （徐萍）

本报讯 陕北矿业神南产业发展公司后勤
部门不断深化贴心服务，坚持培训、管理和考核

“三并重”，切实提升后勤人员的综合素质和业
务水平，为更好地提升服务质量“加码添力”。

“精准+培训”。该部门将培训作为提高后
勤服务人员的主要手段，遵循“品质后勤，贴
心服务”服务理念，通过班前会、业余学习、
专门培训、对标学习等形式，不断提升员工业
务素质，提升服务水平。同时，通过对餐饮人
员的集中培训，与五星级酒店对标，学习酒店
管理服务标准和服务流程及管理经验，促进各
业务人员学习、经验交流和补齐短板，进一步
提升业务能力。

“精准+管理”。该部门督促各业务负责人
充分发挥兵头将尾作用，合理安排工作计划，精

心做好服务工作，每月检查公寓楼、食堂、生活
服务区环境卫生及安全隐患，为员工日常生活
提供了有效保障。在资产管理方面，巧妙地把
二维码“扫一扫”引入日常管理过程中，任何人
可以随时查询资产信息，资产专员可以随时变
更使用人、使用地点等 11项信息，有效推动了
资产精细化管理，让管理充满智慧化。

“精准+考核”。该部门制定合理的考核制
度和日常考核台账，采取日督查、月考核、月
通报、月兑现的方式，以日常检查、跟踪检
查、阶段性检查、随机抽查等形式，对各业务
人员履职及工作完成情况和各项纪律制度执行
情况进行综合考核，充分调动业务人员的工作
积极性和主动性，进一步为服务工作提供了强有
力的保障。 （郭霞）

陕北矿业神南产业发展公司

按下“精准+”键为后勤服务“加码添力”

本报讯 日前，神木煤化工
富油公司二期工程 50万吨/年
煤焦油全馏分加氢制环烷基油
项目建设和各项生产准备工作
快马加鞭。

决战决胜关键阶段。今年
是该公司冲刺项目建设的决胜
收官之年。复工后，该公司紧
盯安全、质量、进度、投资、合同
等“五大控制”目标，全力推进
工程建设。

“通过采取劳动竞赛、加大
资源投入、优化施工组织等一
系列赶工激励措施，二季度，公
司顺利实现了 110kV 总变、
35kV变电站一次受电成功；公
用工程施工已进入中交阶段；
装置区、罐区已进入管道施
工 高 峰 ，管 道 施 工 完 成
62.7%。加热炉已完成三查四
定，正在进行炉管水压试验；
转化炉正在进行工程扫尾。”
在施工现场，一位项目管理
人员指着墙上的项目作战图向
笔者娓娓道来。

战鼓再擂加紧冲刺。目
前，该项目全部设计基本完成，
项目采购基本结束，现场施工
人员达 3000多人，按照施工计
划，优化管控模式，强化激励措
施，不断投入设备机具，加班加
点开展工作，形成了“紧张有
序、多点开花”的工作局面。据
悉，该工程整体形象进度已完
成 70%，其中循环水系统正在
进行清洗、预膜；脱盐水站已产

出合格脱盐水；动力站锅炉烘炉、煮炉已完成；制氢
装置压缩机油运完成；煤焦油全馏分加氢装置压缩
机正在进行油运。

8月中旬制氢装置、2号联合装置完成中交；8
月底煤焦油全馏分加氢装置、环烷基油分离装置、
石脑油加氢及分离装置全部完成中交；10月底环
烷基油加氢装置完成中交。届时，单机试车将逐渐
向系统联动试车过渡，为公司全面投料试生产奠定
坚实的基础。

质量至上强化管控。今年以来，各专业安装工
程均在大面积施工，交叉作业较多，各类质量问题、
隐患、通病出现的数量和频率递增。该公司一方面
督促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完善质量保证体系，加大
工程质量管理力度。同时，质量管理部切实增加人
手，对关键工序、设备施工质量实行重点控制，加大
监督力度检查土建土方回填夯实质量、设备灌浆质
量、管道内清洁度、焊材使用管理、管道材质与标识
管理、机械及电仪成品保护等工序，严格处理各类
质量违章行为。截至目前，各级质量保证体系运行
基本正常，工程质量基本受控。 （白雪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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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以来，面对疫情和煤炭市场下行的
双重“考验”，运销集团黄陵分公司通过提升服务质
量，做好销售前后两端无缝对接，提升了用户购买体
验，受到了用户广泛好评。

在煤炭销售过程中，该公司提前按计划组织资
源，做好商品煤装车、发运、检验等工作，并及时为用
户提供煤样和相关质检资料，使客户能够在第一时
间启动采购；在发运完成后，协助各办事处做好商务
纠纷处理和统计结算工作，通过销售前后两端无缝
对接，让客户放心舒心采购，赢得了用户好评。据统
计，截至7月底，该公司铁运量累计543万吨，超计划
完成 18万吨，为黄陵矿区产销平衡和公司全年销售
任务的完成打下良好基础。 （梁楷）

高质量服务赢得客户广泛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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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矿井摇身一变成为“煤矿记忆馆”，废弃
金属经过拼装化身“机械蜈蚣”，操作车间升级改造
变成画室、石雕工作室……近日，走进中能煤田公司
文化创意产业园，历史与现代的交错气息扑面而
来。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一座矿区。

据悉，中能文创园占地135亩，其前身为中能煤田
榆阳煤矿，经过改造，使废弃的沉清池、锅炉房、变电
所成为艺术家独立工作室和陕北石狮博物馆，办公楼
成了艺术培训楼和艺术家联排工作室，同时其他建筑
化身咖啡馆、书吧、美术展览馆、艺术文创街区，再辅
以多彩的墙绘、精巧的雕塑，使该园形成了以煤矿遗
存体验、艺术写生、研学培训为核心，集艺术创作、展
览、教育、文创商业、孵化基地、工业科普等为一体的
时尚文化坐标创意产业园区。 （王惠武 刘鑫）

废弃“煤矿”转身化作网红打卡地

为全面提高项目建设管理水平、规避项目实施
风险，近日，榆林化学公司举办了为期3天的新基建
下EPC工程总承包及项目建设全过程管控专题培训
班，公司相关领导班子成员、机关各部门、各项目部全
体员工近300人参加了培训。 郭文静 董治英 摄


